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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基本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省、市有关水行政管理工作的方针政策

和法律法规，研究起草水行政地方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 

（二）统筹全区水务建设和管理，组织编制本区水务中、长期

发展规划及年度计划并组织实施，组织本区国民经济总体规划、城

乡规划及重大建设项目中有关水务论证工作。 

（三）负责本区水资源的统一管理、负责水资源保护工作、负

责水土保持工作、组织实施水政监察和水行政执法，组织实施和指

导水务设施、江河水域及其岸线的管理和保护，负责中型及以上水

利水电工程运行的安全监督，负责本水务工程建设质量和安全监

督，主管本区水利工程建设的监督管理，主管全区“防汛、防旱、

防风”工作，承担区人民政府和市水务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基本情况 

新会区水务局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行政（事业）单位 12 个，包

括：新会区水务局、新会区睦洲水闸工程管理所、新会区机电排灌

管理站、新会区金牛头水闸管理所、新会区水资源开发利用管理中

心、新会区水务工程建设管理中心、新会区三峡库区移民安置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新会区龙门水库管理所、新会区鹅坑水库管理所、

新会区梅阁水库管理所、新会区双水中型水库管理所、新会区东方

红水库管理所。 



 

新会区水务局编制人数 41 人，实有 41 人，离退休 37 人。下

属单位编制 155人，实有 134人，离退休 48 人。 

三、预算年度的主要工作任务 

新会区水务局 2015 年度工作目标及任务是：1、全力以赴做好

三防工作，着力抓好水利工程信息平台、气象综合信息平台、渔船

定位监控平台、汛期重点关注对象信息平台和 PDA 移动终端平台等

“五大平台”的建设，在信息化方面先行一步，为三防信息化建设

提供科学样板。2、加快工程建设，提升防御能力，重点完成未达

标江堤、内河堤防和重要排洪渠整治工程收尾及工程总验收工作、

江新联围大洞口水闸工程、江门市江新联围会城涝区综合整治工程

东甲蓢交站闸工程、曾坑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三江镇深吕泵闸新建

工程、小二型病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农村并网改水工程等项目建

设。加快山塘水库除险加固工程,沙堆东堤达标加固工程、崖西大

堤达标加固工程等项目建设工作步伐。3、加强水利工程管理养护，

继续落实好水利工程分级管理制度，明确镇村分级管理责任，抓好

水利工程的管理养护，加强在建工程质量现场巡查及质量抽检工

作。4、做好小型农田水利重点县申报。5、加强水行政执法，构建

和谐水利，及时处理水事违法行为，妥善解决水事纠纷。加强对水

事纠纷多发地区的巡查监控，特别加强对堤防的巡查监控，防止河

道管理范围内出现新的违法建筑等违法行为。 

 

第二部分  2015 年部门预算说明 

 



 

一、2015 年收入预算情况说明 

新会区水务局（含下属单位）收入预算 5826.58 万元，其中：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5803.01 万元，占 99.59%；基金预算收入 20万

元，占 0.34%；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3.57 万元，占 0.07%。 

二、2015 年支出预算情况说明 

（一）支出总体情况 

新会区水务局（含下属单位）支出预算 5826.58万元。按支出

预算的功能分类，包括：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5363.03 万元，占

92.0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5.60 万元，占 4.39%；医疗卫生

与计划生育支出 69.61 万元，占 1.19%；住房保障（类）支出 138.34 

万元，占 2.38%。 

（二）一般公共预算和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新会区水务局（含下属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和基金预算拨款安

排的支出共 5823.01 万元。其中： 

基本支出（含工资福利性支出、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和公用

支出）1484.13万元。 

项目支出预算 4338.88 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有: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1841.40 万元、水利工程建设 681.00 万元、水利工程运行与

维护 913.50 万元、水利执法监督 4.48 万元、防汛 111.50 万元、

农田水利 20.00万元水资源费安排支出 577.00万元、其他 190.00

万元。 

三、“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15 年江门市新会区水务局（含下属单位）用财政拨款数开

支的出国（境）经费、车辆购置及运行费、公务接待费（简称“三



 

公”经费）支出合计 64.72 万元。 

（一） 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 0万元。 

（二）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 0万元。 

（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 34.40万元，主要是用于保障

12 辆公务用车和 1 辆执法执勤用车的运行与维护。 

（四）公务接待费支出 30.32万元，主要是用于各级公务检查、

审查及公务方面接待支出。 

 “三公”经费预算增减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三公“经费支出预算

合计 64.72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2.75万元。其中： 

（一） 因公出国（境）经费支出预算 0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

加 0 万元。 

（二） 公务用车购置费支出预算 0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0

万元。 

（三）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支出预算 34.40 万元，比上年预

算数增加 1.07万元，增加原因：水利工程项目增多，

检查任务繁重，用车的次数相应增多。 

（四）公务接待费支出预算 30.32 万元，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1.68 万元，增加原因：水利工程项目增多，上级检查

和本级检查增多，安全生产的需要。 

 

 



 

 

第三部分    2015 年新会区水务局部门预算表 

 

表一    2015 年收支预算总表（含下属单位） 

 

单位名称：水务局

收 入 项 目 预 算 数 预 算 支 出 科 目 预 算 数

一、财政拨款收入 5823.01 一、农林水支出 5363.03

二、财政专户管理资金收入 3.57 水利 5323.03

三、上级补助收入 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5.6

四、事业收入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55.6

五、附属单位上缴款收入 三、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9.61

六、其他收入 医疗保障 69.61

四、住房保障支出 138.34

住房改革支出 138.34

本年收入合计 5,826.58 本年支出合计 5,826.58

七、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结转下年

八、上年结转和结余

收入合计 5,826.58 支出合计 5,826.58

金额单位：万元



 

表二    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及基金预算拨款基本支出预算表（含

下属单位） 

 

 

单位名称：水务局

科目编码 预 算 科 目 合 计
公共财政预算

拨 款
基 金 预 算
拨 款

合计 1,484.13 1,484.13

213 农林水支出 1,020.58 1,020.58

21303 水利 1,020.58 1,020.58

2130301 行政运行 488.64 488.64

21303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468.20 468.20

2130316 农田水利 63.74 63.74

208 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255.60 255.60

20805 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 255.60 255.60

2080501 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休 174.89 174.89

2080502 事业单位离退休 80.71 80.71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69.61 69.61

21005 医疗保障 69.61 69.61

2100501 行政单位医疗 33.02 33.02

221 住房保障支出 138.34 138.34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138.34 138.34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138.34 138.34

金额单位：万元



 

表三    2015年公共财政预算及基金预算拨款项目支出预算表（含

下属单位） 

单位名称： 水务局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编码 预算科目 合计 公共财政预算

拨款 

基金预算 

拨款 

 合计 4,338.88 4,338.88  

213 农林水支出 4,338.88 4,338.88  

21303 水利 4,298.88 4,298.88  

21303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1,841.40 1,841.40  

2130305 水利工程建设 681.00 681.00  

2130306 水利工程运行与维护 913.50  913.50   

2130309 水利执法监督 4.48 4.48  

2130314 防汛 111.50  111.50   

2130316 农田水利 20.00  20.00   

2130331 水资源费安排的支出 577.00  577.00   

2130399 其他水利支出 150.00  150.00   

21370 水土保持补偿费安排的支出 20.00  20.00   

2137002     预防保护和监督管理 18.00  18.00   

2137003     其他水土保持补偿费安排支出 2.00  2.00   

213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20.00  20.00   

2139999 其他农林水支出 20.00  20.00   

 

 



 

表四按经济分类公开部门基本支出表 

 



 

 



 

表五 2015年 “三公”经费预算情况统计表（含下属单位） 

单位名称：水务局 金额单位：万元

项      目 本年预算数

合计 64.72

1、因公出国（境）费用

2、公务接待费 30.32

3、公务用车费 34.40

其中：（1）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34.40

      （2）公务用车购置

    注：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三公”经费包括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

    （1）因公出国（境）费，指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
、培训费等支出。
    （2）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3）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指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用车指用于履行公务的机动车辆，包括领导干部专车、一般
公务用车和执法执勤用车。


